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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采访手记 国家人文地理

大使说

“学中国文化是很美好的事”

阿尔奇尔·卡岚迪亚与中国的缘分始
于 20年多前。那时，在格鲁吉亚第比利
斯大学读书的他第一次听说中国，就对
这个拥有悠久历史、丰富文化的东方国
家产生了浓厚兴趣。

“14年前，我第一次来中国，在北京
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原本用英语接受采
访的大使“话风”突然一变，用地道的
京腔告诉我们，“我是半个北京人！”长
期在中国工作生活的经历让卡岚迪亚有
机会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学习
中国历史文化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语言文字是打开文化大门的钥匙。
身为汉学家的卡岚迪亚十分看重中文学
习，“如果不会中文，你很难理解中国文
化中的一些现象。”2019年2月，格鲁吉
亚政府将汉语教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正式赋予汉语第二外语的法律地位，“格
鲁吉亚有很多来自中国的教授。”卡岚迪
亚表示，很多格鲁吉亚学生来中国参加
交换项目，既学习中文也接受相关的职
业教育。

对语言学习的重视源于中格两国同
样悠久的历史与文化。自古以来，格鲁
吉亚就是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典型代表。
由 33个字母组成的格鲁吉亚文字是地球
上流传至今的古老语言。“格鲁吉亚学生

在中文学习方面很有天赋。”卡岚迪亚表
示，中文学习在格鲁吉亚很受欢迎。

在卡岚迪亚看来，格鲁吉亚的“中
文热”不仅仅是中国语言文字的魅力，
更是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中国五千年灿
烂文明所孕育出的戏曲、书法、绘画、
诗歌等，具有独特艺术风格，令人心驰
神往。

格鲁吉亚的中国“刘茶”

在格鲁吉亚，有一种茶叶叫作“刘
茶”。这一特殊名称源于 100多年前到格
鲁吉亚创业的一位中国人。

1893 年，中国茶艺师刘峻周带领 12
名茶工携带大量茶籽、茶苗，从广州港
出发，历经 3 个多月的海上颠簸，抵达
格鲁吉亚的巴统港并开展茶叶种植。经
过数年的辛勤劳作，刘峻周终于培养出
适应本地气候、品质优良的中国茶新品

种。为纪念他的贡献，格鲁吉亚人将当
地红茶称为“刘茶”。

“每次我回到格鲁吉亚都会给朋友们
带一些中国茶叶。”在卡岚迪亚看来，茶
叶不仅是中国的特色农产品，更是中国
与格鲁吉亚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

同样见证两国人民友谊的，还有一
款新晋“网红”产品——格鲁吉亚葡萄
酒。

“酒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饮品，更是
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据卡岚
迪亚介绍，格鲁吉亚有着数千年的葡萄
种植历史，是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制的
古老国家。“我相信在未来中国会成为格
鲁吉亚第二大甚至第一大葡萄酒进口
国。”大使满怀信心。

历史上，作为东西方贸易枢纽的格
鲁吉亚，宛如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镶嵌
在古丝绸之路上。如今，随着“一带一
路”建设不断深入，越来越多印有“格

鲁吉亚生产”标签的蔬菜、茶叶通过中
欧班列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

“格鲁吉亚是连接亚欧两大市场的桥
梁。”阿尔奇尔·卡岚迪亚表示，“我们正
在抓住每个机会扩大格鲁吉亚产品在中
国市场的份额。”

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的责任感

中国有句名言：不积跬步，无以至
千里。格鲁吉亚人常说：“只有在扎实的
地基上，才能建成坚固的房子。”

在卡岚迪亚看来，快速增长的社会
财富、突飞猛进的科技创新、日新月异
的建设成就只是表面现象，中国的成功
深深植根于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民族
精神。“中国人对于如何建设国家、保持
团结、放眼未来的心态令我非常惊讶。”

长期在中国工作生活让他有机会近
距离接触许多中国人，也拥有了更多与
众不同的体验与思考。在被问及对中国
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时，他毫不犹豫地回
答：“是中国人的责任感。”

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惊艳世界，到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喜迎八方来客，卡岚
迪亚见证了中国一个又一个“高光时
刻”。在他看来，中国成功的原因有很
多，比如国家的顶层设计、有效的社会
治理等，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民始
终充满历史使命感，万众一心、攻坚克
难。

在分析思考中国发展经验、道路的
同时，卡岚迪亚大使也扮演着中格两国
文化交流的使者。“我会推荐格鲁吉亚人
来中国旅游，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
化，也来感受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速度。”
他表示欢迎中国游客到格鲁吉亚走走看
看，探索两国更多的合作机会。

“我是半个北京人！”
——访格鲁吉亚驻华大使阿尔奇尔·卡岚迪亚

海外网 王法治

格鲁吉亚位于大小高加索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带，素有“上帝的后花园”美誉。西部的海滨、北部的山区、中部的

草原和谷地，复杂多样的地形让不到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分布着18个气候带。独特的自然风貌和地理位置赋予格鲁

吉亚更多东西方文明交融发展的机遇。作为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贸易节点，格鲁吉亚通达欧亚两大洲，繁忙的商业

活动加上格鲁吉亚自身的丰富资源，推动了多种文化在此交汇融通。

近日，格鲁吉亚驻华大使阿尔奇尔·卡岚迪亚（Archil Kalandia）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专访时表示，中国的古老文

明与现代化历程深深吸引着格鲁吉亚人，越来越多的格鲁吉亚学生学习中文。他期待两国以经贸合作为先导，未来探

索更多的合作机会，不断为两国人民创造实实在在的好处。

“如您回国，会给亲朋好友带去哪些中国
特色的礼物？”

“丝绸是肯定的，当然还有瓷器、陶器和
茶叶等等。”面对“我在中国当大使”栏目组
的镜头，格鲁吉亚驻华大使阿尔奇尔·卡岚迪
亚一口气列出了长长的“礼物清单”，令栏目
组欢笑不止。

“我在中国当大使”系列采访进行了 40多
期，每期我们都会给大使特别设置一个“回国
带哪些‘伴手礼’”的提问，得到了许多各具
特色的答案。但格鲁吉亚驻华大使如此“中国
特色”的回答还是让我们有些吃惊。细细琢
磨，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历史上，地处欧亚
结合部的格鲁吉亚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对卡岚迪亚这样一位“半个北京人”来说，丝
绸、陶瓷或茶叶，承载的都是两国人民绵延千
年的友谊。

贸易，从来不是简单的以物易物，而是以
商品为载体，促进一种甚至几种不同的生活方
式、价值取向、文化传统在彼此尊重、平等互
利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的民心相通。100 多年前，中国茶艺师刘峻
周，不远万里，飘洋过海在格鲁吉亚港口城市
巴统，撒下第一颗红茶种子；而近两年，格鲁

吉亚葡萄酒风靡中国。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产
品“飞”入寻常百姓家，两国人民的心理距离
越来越近。

从古丝绸之路，到如今的“一带一路”倡
议，有着鲜明历史记忆的经贸合作得到两国人
民的真心拥护。2018年 1月生效的中格自由贸
易协定，是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领域的又一个
里程碑。从此，源自格鲁吉亚的产品可以免税
进入中国市场，包括葡萄酒、矿泉水、非酒精
饮料、水果、蔬菜、茶叶、坚果等等。当年，
双边贸易规模突破了 10 亿美元大关，较 2017
年增长32%。刚刚过去的2019年，中国继续保
持格第三大贸易伙伴地位。

经济全球化，既不遥远也不渺茫，它是摆
在格鲁吉亚人橱柜里的中国茶叶，是放在中国
老百姓餐桌上的格鲁吉亚红酒，更是千百年来
无数商旅行人跨越山海看一看更大世界的渴
望。如今，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结成了一张覆
盖全球的“网”，每个国家、地区乃至个人，
都是这张“网”上的一个个重要节点，正发挥
着自己的独特作用。

“我们基本上已经准备好了。”卡岚迪亚表
示，格鲁吉亚正在通过对桥梁、港口等基础设
施的现代化改造，加快融入世界。

大使的礼物清单很“中国”
海外网 王法治

近年来，格鲁吉亚共和国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呈现蓬勃
发展势头。两国在国际层面保持密切
协调与合作，尊重共同利益，相互扶
持，并开展相互合作。

格鲁吉亚是本地区唯一与中国和
欧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此
外我们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瑞士、
列支敦士登、挪威、冰岛）、独联体国
家、土耳其和中国香港均建立了自由
贸易机制，从而显著提升了格鲁吉亚
的出口和投资潜力，令格鲁吉亚的企
业能够免税进入拥有 23亿消费者的市
场。我们乐于看到在格鲁吉亚经营业
务的中国企业数量正在稳步攀升，其
中一些企业已经在格鲁吉亚市场上站
稳了脚跟。自从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
来，格中两国的双边关系已经上升到
全新层面，成为互利合作的良好典范。

参加“一带一路”倡议是格鲁吉
亚政府的一项重要议程，因为这项倡
议将令格鲁吉亚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
地缘战略优势。我们相信格鲁吉亚具
备发展成为一个区域性贸易、运输和
物流中心的潜力，并进而促进欧洲与
亚洲之间的合作。我们对这项全球性
倡议的推进高度乐观。在“一带一
路”倡议的框架下，推动“跨里海运
输走廊”的发展殊为重要。格鲁吉亚
一直积极致力于与其他伙伴国家共同
推动跨里海国际运输线路的发展。

格鲁吉亚葡萄酒在中国受到越来
越多的欢迎。2018 年，格鲁吉亚向中
国市场出口了 695万瓶葡萄酒。 中国
是格鲁吉亚葡萄酒的第三大进口国。
逾 40家格鲁吉亚红酒馆已在中国各大
城市开门营业，包括北京、上海、乌
鲁木齐、兰州、丽水、义乌、诸暨等。

此外，格鲁吉亚驻华大使馆的主
要优先事项之一就是加强双边文化联
系。格鲁吉亚拥有丰富的历史和传
统。在我看来，在中国提升格鲁吉亚
知名度的最佳方式就是让更多中国人
了解我们的独特文化和传统。在这方
面，格鲁吉亚驻华使馆将更加积极地
推广格鲁吉亚民间音乐和传统舞蹈，
介绍格鲁吉亚的独特酿酒历史以及展示格鲁吉亚的古代手
稿等。

在过去的 70 年里，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
考虑到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需要了解
中国的过去，如此方能洞悉中国的现状并预测中国的未
来。中国共产党的实干精神和务实态度以及社会的稳定与
和平发展是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我想利用这次机会，祝
愿中国蓬勃发展、富强繁荣！

（作者为格鲁吉亚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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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比利亚文明和科尔奇文明的基础
上，格鲁吉亚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锤炼与
发展。在 11 世纪之时，格鲁吉亚迎来古典
文学、艺术、哲学、建筑和科学的复兴与
黄金时代。古希腊、罗马帝国、拜占庭帝
国、多个伊朗王朝 （尤其是阿契美尼德王
朝、帕提亚王朝、萨珊王朝、萨非王朝和
卡扎尔王朝） 以及后来 19 世纪的俄罗斯帝
国都给格鲁吉亚文化带来了深远影响。

格鲁吉亚的文化还体现在扬名海外的
传统音乐、丰富多彩的舞蹈戏剧、恢弘大
气的建筑、古法酿制的葡萄酒等。

舞与歌

格鲁吉亚文化的精髓在于民间音乐。
格鲁吉亚的复调和民族舞蹈充分彰显出格
鲁吉亚民族气质、日常生活以及传统元素
之美。

格鲁吉亚舞蹈是格鲁吉亚精神的最佳
代表。它将爱、勇敢、对女性的尊重、耐
力、抗衡、技巧、美丽融合为一种多姿多
彩、令人称奇的表演。

最流行的歌唱形式是教堂圣歌和民间
复调。复调并没有欧洲音乐文化当中的主
音。歌手通常为男性，因为典型的格鲁吉
亚歌曲都是由三个男性声音组成。复调是
格鲁吉亚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格鲁吉亚人在庆祝一些活动或者在工作之
时都喜欢唱歌。

1997 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将“旅
行者 2 号”送入太空。“旅行者 2 号”携带
了一张镀金光盘，里面有世界各地的 25 首
最佳金曲，其中之一就是《Chakrulo》——

一首古老而经典的格鲁吉亚复调民歌。
2001 年，格鲁吉亚复调唱法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
代表作。

特色建筑

格鲁吉亚的中世纪教堂具有鲜明特
色，通常是在一个长方形或十字形的下部
结构上立起一个“大鼓”，再配上高高隆起
的锥形圆顶。这种建筑风格通常被称之为

“格鲁吉亚十字圆顶”，于9世纪之时在格鲁
吉亚发展起来。在此之前，大多数格鲁吉
亚教堂都是巴西利卡式教堂。格鲁吉亚教
堂建筑的一个显著特征体现在教堂内部空
间的分配之上；这个特征可以追溯到格鲁
吉亚文化史上高度关注个人主义的时期。

格鲁吉亚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是格鲁
吉亚建筑的权威典范。第比利斯圣三一主
教座堂是一个著名的朝圣地。位于第比利
斯南部的姆茨赫塔市是宗教建筑的中心，
而格鲁吉亚全境遍布其它知名宗教建筑。

葡萄酒

格鲁吉亚的传说、故事和歌曲中，葡

萄的题材随处可见。在格鲁吉亚，葡萄酒
是一项能吸引全世界游客和调酒师的国民
资产。

格鲁吉亚酿酒的传统源于数千年前。
葡萄酒的历史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而对此
最切实的印记则见于格鲁吉亚境内。考古
学家在第比利斯以南的克维莫-卡特利州

（Kvemo Kartli） 马尔诺里山谷 （Marneuli
Valley） 丹格罗利·戈拉 （Dangreuli Gora）
遗址发现了一些有着几千年历史的葡萄
籽。显然，人类和葡萄的关系早在公元前6
千年就开始，第一个种植葡萄的地方就是
格鲁吉亚。纵观历史，酿酒不仅是格鲁吉
亚经济的基础，也是其精神文化的一部分。

Kvevri （格鲁吉亚文：格鲁吉亚西部亦
称为：Churi） 是用于传统格鲁吉亚葡萄酒
发酵、储存和陈酿的大型陶制容器，形似
没有把手的大型卵形双耳瓶。这些容器或
埋于地下，或置于大酒窖地面，大小不
一，体积从 20 升到大约 1 万升不等，常见
为800升。201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古
时格鲁吉亚人使用Kvevri陶土罐酿酒的传统
方法列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海外网 任天择整理）

这里埋藏了
数千年前的葡萄籽

格鲁吉亚蔬果丰收场景。 格鲁吉亚驻华大使馆供图

格鲁吉亚驻华大使阿尔奇尔·卡岚迪亚近照。 海外网 付勇超摄

阿尔奇尔·卡岚迪亚在格鲁吉亚驻华大使馆接待来访的国际小记者们。
格鲁吉亚驻华大使馆供图


